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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摘要 
    96 年度延續之前所選之基轉番茄植株，進行檢測 T2 代番茄果實標的基因

CeCPI 檢測及 T3 代後代繁殖及檢測。對於國際市場上商業化基改作物品種系應

廣泛搜集標準樣品，建立一套檢測標準及建構檢測能力，由台南場完成撰寫轉

殖乳鐵蛋白水稻標準檢測作業手冊，做為將來實驗室認證之用。進行溫室小胡

瓜新品系 YC4 肥料及栽培密度之試驗，結果顯示密植栽培或高肥狀況可提高單

位面積產量。選育優良全雄蘆筍品系 AM-2、AM-3 及 AM-8 三品系，其合格品嫩

莖、總嫩莖產量、總嫩莖支數等園藝性狀均較對照品種台南 3 號表現優良。蒐

集國內藥用作物大葉骨碎補、竹節蓼、天台烏藥等 50 種，進行盆栽觀察及繁

殖，並選拔 80 株外表型性狀具明顯差異之中草藥丹參植株，進行基源之固

定。進行地黃之 acteoside 萃取技術之開發，以 80%甲醇進行震盪萃取可獲取

最高量的 acteoside (169.23 µl/g)。地黃最佳萃取溶劑比例分析，以 1 g 地黃粉末

配合 10 mL 80%甲醇進行超音波萃取，進行萃取 30 min 即可獲得最高的

acteoside 含量。陸續引進國內各地咖啡樹種，進行平地栽培之技術改善，初步

結果顯示，咖啡栽培宜採高畦深溝方式，防止咖啡樹受浸水傷害。 

 

▲番茄作物基因轉殖技術平台及生態安全評估體系之建立 
    1.延續上年度所選之基轉番茄植株，本年度一期作選 C12、C16、d11、

d12、d13(種皮為黃色)及 d15，進行後代繁殖，並以台南亞蔬 6 號為對照品

系，每品系種植 58 株至 122 株不等，生育期間抽取葉片 DNA，以特定引子進行

檢測所插入之基因片段是否存在，結果以標的基因 CeCPI 檢測 T2 代番茄果

實，部份後代基因已流失，部份還存在，因此選擇性繁殖 T3 後代；比較特殊

為在檢測 T2 代 promoter 為 del 4 時，發現在基轉番茄中可檢測到標的基因

280 bp 片段，但在非基轉番茄，甚至台南亞蔬 6 號番茄中檢測到另一擴增片

段約 500 bp，擬進行對此片段進行解序，以了解該基因之性質。2.基改番茄檢

測方面，利用本場所自行轉殖之基改番茄做為檢驗標準品，以 35S promoter，

抗生素抗性基因 NPT II，NOS terminator 等片段做為 PCR 擴增目標，進行基

改番茄檢測流程之開發，目前結果顯示 NOS terminator 及 NPT II 片段分別可

檢測出部分的基改番茄品項。3.繼續進行後代之選育、檢測、分析及維持品

系，甚至檢驗是否附合 GMO 規範。 
 

▲商業化基因轉殖作物標準樣品搜集及檢測能力之建構 
    自 1983 年以來，利用生物技術以生產農業與人類有用之生物，即成為一

種新興的科技，藉由基因重組之技術，將一特定基因片段轉入另一特定細胞

中，改變細胞特性或遺傳物質，以符合人類之慾望。1994 年第一個基改作物番

茄上市後，開啟許多基改作物的研發，至 2005 年約 98% 的生物技術作物集中

種植於七個國家，即美國占 55% (4980 萬公頃)，阿根廷占 19% (1710 萬公

頃)，巴西占 10% (940 萬公頃)，加拿大占 6% (580 萬公頃)，中國大陸約占 

4% (330 萬公頃)，巴拉圭及南非各約佔 2%及 1% (180 萬及 130 萬公頃)。主

要作物為玉米、棉花、油菜、大豆、馬鈴薯、木瓜、番茄等。基改帶來生技產

品具有許多利益，但消費者卻對這些基改植物的食用安全性與對環境生態的安



全性不是很明瞭，目前國內對基改植物安全性評估之內容則是參考美國、歐洲

與日本等國的作法作一調整，基本上，台灣對於基改植物的管理才剛起步，在

可預見的將來仍須投入更多人力、經費及工作項目，首先應對於國際市場上商

業化基改作物品種系應廣泛搜集標準樣品，建立一套檢測標準及建構檢測能

力。 

    1.制定標準檢測作業手冊：由台南場完成撰寫轉殖乳鐵蛋白水稻標準檢測

作業手冊，做為將來實驗室認證之用。2.實驗室之能力維持及建構：配合團隊

精神，在聯合實驗室之架構下，為維持檢測與監測能力，已完成基因轉殖木

瓜、生產猪乳鐵蛋白水稻、高效能植酸素水稻、高效能植酸素馬鈴薯、抗胡瓜

嵌紋病毒番茄、抗殺草劑嘉磷塞基因轉殖大豆，以及木瓜種苗業者之測試。3.

與種苗場、農試所鳳山分所共同至美國夏威夷，進行搜集木瓜基改作物之商業

品種系，並了解夏威夷木瓜銷日過程中，如何逐株檢測，以及應日方之要求，

將標地基因進行片段基因之檢測，此外，了解夏威夷所推展之 GM 木瓜及非 GM

木瓜共存系統之建立，以及夏威夷大學推展教育自小學做起，教導國小學童認

識遺傳、認識 DNA、甚至在安全範圍內教導國小生操作試驗，以了解生技之神

秘面紗。 

 

▲溫室小胡瓜品種選育 
    本試驗之目的在培育具雌花花性、單偽結果、果實脆度佳、高可溶性固形

物及果實長度可達 20 公分之優良小胡瓜品種，藉以提升小胡瓜產品之品質，

增加農民收益。本年度以優良品系 YC4 品系進行肥料及密度試驗：1.栽培密度

試驗，畦寬 1.5 公尺，行距 105 公分，株距分別為 30、45 及 60 公分，田間排

列則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。試驗結果顯示，YC4 品系隨栽培密度之增加，單位

面積產量愈高，以 30 公分株距產量最高，且顯著高於 45 公分及 60 公分；但

單株產量、果寬、果長、可溶性固形物及脆度，則不受栽培密度之影響。2.肥

料試驗，其畦寬 1.5 公尺，行距 105 公分，肥料處理分為六種，A1 和 A2 總施

肥料為 1,200 kg/ha，分四次施用，其中 A1 每次肥料量均為 300 kg/ha，A2 分

別為 225 kg/ha、375 kg/ha、375 kg/ha 及 225 kg/ha；A3 和 A4 總施肥料則

為 1,800 ㎏/ha，分四次施用，A3 施肥量均為 450 kg/ha，A4 則分別為 375 

kg/ha、525 kg/ha、525 kg/ha 及 375 kg/ha；A5 和 A6 總施肥料為 2,400 ㎏

/ha，分四次施用，A5 施肥量均為 600 kg/ha，A6 分別為 525 kg/ha、675 

kg/ha、675 kg/ha 及 525kg/ha。田區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，三重覆、作畦栽

培，雙行植、株距 50 公分，採用立支架之單幹整枝。試驗結果顯示，YC4 品系

以每公頃總施肥量為 2,400 公斤/公頃之平均產量高於其他施肥量。此外，各

處理之果實品質性狀則無顯著差異。 

 

▲蘆筍品種改良
 

    96 年度以全雄育種技術選育之 AM-2、AM-3 及 AM-8 三品系受颱風豪雨影

響，母莖與芽盤受損，僅春季採收，義竹、六腳試區調查結果，合格品嫩莖在

義竹試區中以 AM-8 最高達 153 公斤/0.1 公頃，六腳試區 254 公斤/0.1 公頃，

較台南選三號高出 13.3 ~ 20.3%；合格品嫩莖支數兩試區仍以 AM-8 最多達

11,524 支/0.1 公頃及 14,069 支/0.1 公頃，較台南選三號高出 29.2 ~ 



25.3%；總嫩莖產量以 AM-8、AM-2 之 345 及 378 公斤/0.1 公頃最高，高於對照

品種 19.3 ~ 14.9%；兩試區之總嫩莖支數仍以 AM-8 之 42,623 及 31,553 支

/0.1 公頃最高，高於對照品種 32.0 ~ 25.8%；義竹試區 AM-2、AM-3 及 AM-8

合格品嫩莖單支重低於對照品種 1.2 ~ 1.4 克，而六腳試區僅 AM-3 高於對照

品種 0.3 克。冬季休閒期各品系植株性狀調查結果，植株高度以全雄品系 AM-3

及 AM-8 之表現均較對照品種台南選 3 號高 11~16 公分，第一分枝高度增加 1~5

公分。植株母莖莖徑大小，三品系均大於對照品種 0 ~ 0.02 公分，其芽盤大

小較對照品種增加 3 ~ 15 公分。 

 

▲丹參與地黃優質栽培體系建立及利用評估 
    本年度共計蒐集國內藥用作物大葉骨碎補、竹節蓼、天台烏藥等 50 種，

正進行盆栽觀察及繁殖，俟繁殖備份後再定植於次藥園圃。此外，由中國大陸

引進塊根所繁殖出之 179 株丹參植株，由於外表型性狀具明顯差異。故本年度

以單株採集種子，再以 50 格穴盤分別培育丹參穴盤苗，待苗高 6~7 公分左

右，即定植於田間。以株行方式種植，進行不同株型丹參品系選拔。初步獲得

102 個株行，但由於本年度遭逢多次豪大雨及 8 月 18 日聖帕颱風及 10 月 6 日

柯羅莎颱風 2 次颱風豪雨侵襲，致分離系品銳減至 80 個，正進行開花期調查

及種子收集繁殖。 

    地 黃 指 標 成 分 acteoside 之 高 效 液 相 層 析 (High Performance Liquid 
Chromatography)分析，乾燥地黃以粉碎機粉碎後，以 20 號篩網過篩之藥材粉

末，地黃甲醇萃取液與指標成分acteoside之高效液相層析(HPLC)分析條件，層

析管柱Purospher STAR RP-18e (4 mm i.d. × 250 mm)，移動相H2O-CH3CN 
(82:18)，流速：1.0 ml/min，檢測波長：320 nm，管柱溫度：40℃，注入量：10 
μl 進行分析，在 11 min可測得一高峰。標準檢量線之方程式y = 12936 x + 
252.3，其r2 = 0.9999，顯示其濃度與積分面積之線性關係良好。此外，分別以

加熱迴流萃取裝置(reflux)、水平震盪萃取(vortex extraction)、超音波震盪萃取

(ultrasonicated extraction)、冷浸( cold maceration)四種不同萃取裝置萃取 1 小

時，以超音波震盪萃取為最佳，其acteoside含量為  (123.62 µg/g)。以乙腈

(CH3CN)、甲醇(CH3OH)、乙醇(C2H5OH) 及其不同比例水溶液震盪萃取，以

80%甲醇進行震盪萃取可獲取最高量的acteoside (169.23 µg/g)。地黃最佳萃取溶

劑比例分析，以 1 g地黃粉末配合 10 mL 80%甲醇進行超音波萃取，進行萃取

30min即可獲得最高的acteoside含量。 
 
▲適合本土栽培咖啡樹種蒐集與利用評估 

本年度主要在引進國內各地咖啡樹種。1 月 23 日自嘉義縣中埔鄉引進 4 年

生咖啡樹苗 63 株，定植於田間；2 月 13 日自南投縣國姓鄉引進 3 年生咖啡樹

苗 60 株定植於本田；2 月 14 日自台南縣東山鄉引進 4 年生咖啡樹苗 60 株定植

於田間；3 月 14 日自雲林縣古坑鄉引進咖啡樹苗 60 株定植於田間。於 6 月 20

日調查各地咖啡樹苗定植成活率分別為 100％、95％、93％和 98％。於 8 月 18

日聖帕颱風及 10 月 6 日柯羅莎颱風之侵襲，所帶來的強風豪雨襲擊，致咖啡

園內咖啡植株漸次枯萎，導致各地區引進植株成活率下降，10 月 18 日調查中

埔鄉、國姓鄉、東山鄉和古坑鄉引進咖啡樹種成活率分別為 93.7%、80.3%、

63.3%及 80.0%。將陸續進行缺株補植，以供為下年度栽培試驗材料。 

初步結果顯示，咖啡栽培宜採高畦深溝方式，防止咖啡樹受浸水傷害。於 11



月 4 日調查各區引進咖啡樹種植株性狀，各地咖啡樹株高分別為 202.0、

107.5、120.0 和 149.5 公分；莖徑則分別為 15.23、11.96、14.25 和 15.32 公

釐。將加強有機質及複合肥料施用以促進咖啡樹生長。 

 


